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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对商誉处理的影响

【摘要】个别报表中包含商誉的长期股权投资发生减值后，将影响合并财务报表中商誉的列报以及商誉的减值测试，

而企业会计准则及其解释并未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以致会计学者形成了一些惯性认识，而这些惯性认识在考虑两者的

联系后将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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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若包含商

誉，则该商誉在个别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列报是不同

的。在个别报表中，商誉包含在“长期股权投资”项目中，而在

合并财务报表中，商誉要单独列报。由于商誉在个别报表和

合并财务报表中的不同处理，若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发

生减值，则会影响合并财务报表中商誉的确认及其减值测

试。

企业会计准则中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和商誉减值的会计

处理是分开进行的，并未考虑两者的勾稽关系和相互影响。

本文对此展开分析，希望能够为完善该部分的会计处理提供

建议。

二、长期股权投资发生减值对商誉确认的影响

（一）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对合并报表中商誉列报金额的

影响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

减值》（CAS 8），当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高于其可收回金

额时，长期股权投资发生减值，需对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现

举例说明长期股权投资发生减值对合并财务报表中商誉确

认的影响。

例1：20×4年1月1日，甲公司以1600万元购买了乙公司

80%的股权，当日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1500

万元，没有负债和或有负债。购买日，甲公司在个别报表中确

认长期股权投资 1600万元，在合并报表中确认商誉 400万

元，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1500万元，少数股东权益300万元。

20×4年12月31日，甲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1350

万元。

甲公司在购买日应当确认长期股权投资1600万元，其中

包含商誉 400万元（1600-1500×80%），甲公司应当于年末对

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进行减值测试。

本文分三种情况来讨论甲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乙公

司）计提减值准备后对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抵销分录的影响。

1. 假设甲公司对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

为1400万元。甲公司在个别报表中应确认减值损失200万元

（1600-1400），会计分录为：

借：资产减值损失 200

贷：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00

经过该会计处理，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变为1400万

元（1600-200）。

甲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需要将长期股权投资由

成本法转为权益法，而调整的金额为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的 80%。在该种情况下，因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由 1500万元变为 1350万元，减少 150万元，所以长

期股权投资的调整金额应当为减少 120万元（150×80%）。假

设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减少都由损益造成，则需要编制以下

调整分录：

借：投资收益 120

贷：长期股权投资 120

经过调整，在编制合并抵销分录之前，甲公司的长期股

权投资为1280万元［（1600-200）-120］。

编制抵销分录：

借：银行存款等（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1350

商誉 2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1280

少数股东权益 270

2. 假设甲公司对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

为1200万元。甲公司在个别报表中应确认减值损失400万元

（1600-1200），会计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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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资产减值损失 400

贷：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400

此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变为1200万元。

同理，甲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需要将长期股权

投资调整减少 120万元，经过调整，在编制合并抵销分录之

前，甲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为1080万元［（1600-400）-120］。

编制抵销分录：

借：银行存款等（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1350

贷：长期股权投资 1080

少数股东权益 270

3. 假设甲公司对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

为1000万元。甲公司在个别报表中应确认减值损失600万元

（1600-1000），会计分录为：

借：资产减值损失 600

贷：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600

此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变为1000万元。

同理，甲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将长期股权投资

调整减少 120万元，经过该项调整，在编制合并抵销分录之

前，甲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为880万元（1600-600-120）。

编制抵销分录：

借：银行存款等（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1350

贷：长期股权投资 880

少数股东权益 270

留存收益（负商誉） 200

以上三种情况中长期股权投资减值金额与商誉列示金额分

别为：200万元与200万元、400万元与0、600万元与-200万元。

以上案例说明，当甲公司个别报表中对长期股权投资计

提减值准备的金额小于商誉时，合并财务报表中商誉仍然需

要单独列报，合并财务报表中商誉金额=购买日确认的商

誉-计提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当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

备金额等于商誉时，合并财务报表中商誉金额为0；当长期股

权投资减值准备金额大于商誉时，将会有负商誉，合并财务

报表中负商誉金额=计提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购买日

确认的商誉。

（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测试对商誉减值测试的影响

因商誉部分减值和全部减值对本文的分析没有影响，故

本文引用的例题假设商誉全部减值。

例 2：接例 1，假定甲公司的所有资产被认定为一个资产

组。20×4年12月31日，甲公司确认该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为

1000万元，可辨认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1350万元。

若不考虑甲公司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问题，

仅考虑商誉的减值，通常使用的减值测试方法为：包含全部

商誉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1350+400/80%=1850（万元），可

收回金额为 1000 万元，所以全部资产发生减值 850 万元

（1850-1000），从而确认商誉减值金额为 500万元，其他可辨

认资产减值 350万元。甲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商誉减值金

额为400万元（500×80%），减值后，商誉为0。

然而，该种做法的侧重点是考虑商誉的减值，并未考虑

长期股权投资在个别报表中的情况。实际上，商誉的减值测

试并非如此简单，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发生减值，

会对合并财务报表中商誉的金额产生影响。

若考虑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针对上述三种

假设情况，商誉的减值测试如下（结果如下表所示）：

1. 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减值金额为 200万元。在该

种情况下，合并财务报表中商誉列示的金额为200万元，对商

誉进行减值测试的过程为：

包含全部商誉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1350+200/80%=

1350+250=1600（万元），可收回金额为 1000万元，所以全部

资产发生减值600万元，从而确认商誉减值金额为250万元，

其他可辨认资产减值 350万元。甲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确认

的商誉减值金额=250×80%=200（万元），计提完商誉减值准

备后，商誉为0。

2. 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减值金额为 400万元。同

理，在该种情况下，合并报表中商誉列示金额为 0，无需对商

誉进行减值测试，只需对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1350（万元），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为1000万元，所以其他可辨认资产减值350万元。

3. 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减值金额为 600万元。合并

财务报表中商誉列示金额为0，负商誉为200万元，则无需对

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只需将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资产组的

账面价值=1350（万元），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为 1000万元，

所以其他可辨认资产减值350万元。

项目

情况一

情况二

情况三

考虑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的情况

个别报表中
计提的长期
股权投资减

值准备

200

400

600

合并财务报
表中减值测
试前商誉的

金额

200

0

-200

合并财务报
表中计提的
商誉减值准

备金额

200

0

0

合并财务报
表中减值测
试后商誉的

金额

0

0

0

其他资
产的减
值金额

350

350

350

不考虑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的情况

合并财务报
表中减值测
试前商誉的

金额

400

400

400

合并财务报
表中计提的
商誉减值准

备金额

400

400

400

合并财务报
表中减值测
试后商誉的

金额

0

0

0

其他资
产的减
值金额

350

350

350

不同情况下商誉减值测试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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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情况一和情况二中，长期股权投资减值金

额小于等于原确认的商誉金额，无论个别报表是否考虑长期

股权投资的减值，合并报表的最终结果相同，商誉均减至零，

其他可辨认资产减值 350万元。但是，在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前，不同的情况下商誉列示的金额不同，会影响抵销分录的

编制，也会影响商誉减值测试的流程。在第一种情况下，商誉

减值测试流程未发生改变，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商誉

减至零，不需要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同时，在第三种情况下，

若不考虑其他因素，则商誉的性质发生改变，由正商誉变为

负商誉，在合并财务报表中改变了商誉的列报性质。

三、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对合并财务报表影响的理论思考

若将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与合并财务报表

中商誉的会计处理联系起来，将打破会计实务中的一些惯性

认识，接下来，本文将分析这些惯性认识被打破的原因及其

合理性：

1.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后使得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商誉金

额改变，并非为购买日确认的商誉。在合并财务报表的会计

处理中，我们往往认为合并抵销分录中的商誉是确定的，都

为购买日确认的商誉金额。在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若

有商誉，该商誉包含在个别报表中的“长期股权投资”项目

中，若长期股权投资发生减值，首先冲减的是包含在其中的

商誉的金额，所以商誉的金额会随着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的计提而减少，从而使得合并财务报表中商誉的金额也会减

少，打破了商誉金额为购买日确认的金额的惯性认识。

2. 考虑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后，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

的金额与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按持股比例

确认的部分无法对应。权益法下，扣除商誉部分后，长期股权

投资的金额会随着被投资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

而变动，即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长期股权投资金额=被购买方

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持股比例+商誉。但是，当长期股

权投资发生减值且减值金额大于包含在其中的商誉金额时，

该对应关系将被打破。如上述第三种情况中，长期股权投资

调整金额为 880万元，而被投资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为 1350万元，1350×80%=1080（万元），两者无法形成对应关

系。

3.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金额大于购买日确认的商誉金额

时，正商誉变为负商誉是否合理？第三种情况中，长期股权投

资计提的减值金额大于商誉的金额，使得母公司编制的合并

报表中正商誉（400万元）变为负商誉（留存收益 200万元）。

从表面上看是矛盾的，计提的减值准备的结果应当是使得损

益减少（减少600万元），但是从母公司合并抵销分录来看，却

使得留存收益增加（200万元）。实质上，第三种情况中记入

“留存收益”科目的 200万元相当于是站在集团整体角度，恢

复母公司多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要遵

循“一体性原则”，站在母公司个别报表的角度，该项长期股

权投资减值600万元（其中商誉减值400万元，被购买方其他

资产减值 200万元），但是站在集团整体的角度，因为被购买

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1350 万元，可收回金额为

1000万元，扣除商誉减值后，该资产组的减值金额为 350万

元，即商誉减值金额为500万元（属于母公司的为400万元），

以及其他可辨认资产的减值 350万元，在个别报表中确认的

其他资产的减值200万元是多计提的，应当冲销。所以该项被

打破的惯性认识也是合理的。

四、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若将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问

题与合并财务报表中商誉的确认及减值问题结合起来考虑，

将会导致不同的处理流程和结果。故本文认为商誉处理过程

中应充分考虑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的影响，具体如下：

1. 非购买日商誉列示金额的确定。当个别报表中长期股

权投资减值金额小于购买日商誉时，商誉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的列示金额为购买日商誉减母公司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

资的减值金额的差额；当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金

额等于购买日确定的商誉时，商誉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列示的

金额为 0；当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金额大于购买

日确定的商誉时，商誉在合并财务报表中表现为负商誉，列

示的金额为母公司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金额减

购买日商誉的差额。

2. 商誉减值测试流程发生改变。若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

投资减值金额大于或等于商誉，则在合并财务报表中不需要

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商誉的减值将与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

合二为一。

3. 合并财务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经权益法调整后对应

关系发生改变。若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计提的减值准

备的金额大于购买日确定的商誉的金额，则权益法下合并

报表中，扣除商誉或负商誉后的长期股权投资的金额与被

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按持股比例确认的部分

无法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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